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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疫文献特色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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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疫文献特色库为例，从建设思路、建设方案和可持续发展 3 个方面进行
论述，探讨在智库战略下特色库建设的新思路，为中医药文化、学术和经验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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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under the Think Tank Strategy Taking Anti-epidemic Literature Center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ZHI Xiao-juan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aking anti-epidemic literature center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new ideas of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under the think tank
strategy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idea,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CM culture, academia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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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家关于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总体

够服务于智库建设和发展，成为图书馆特色库建设

目标和发展路径日益明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新的目标和方向。

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

1 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疫文献特色库建设目的

决策咨询制度，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1.1 建设背景

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

意见》，标志着智库体系的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级战

疫情防治过程中，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病患救治，

。智库战略下，高校图书馆参与智库服务、智

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 92%[4]，在不同阶段

库建设责无旁贷。特色库作为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基

都取得了成效，赢得了患者的赞誉和群众好评。疫

略

[1-2]

[3]

础性支撑要素之一 ，是图书馆展示特色馆藏的重

情在我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疫情防控在一定时期

要途径，也是促进专题研究，服务科研、教学的重

内常态化，中医药不但对预防与控制疫情发展有重

要手段。图书馆探索构建特色库的新思路，使其能

大意义，对于患者的康复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 。
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医务人员，亦或是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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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信息，探索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需求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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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抗疫信息资源，为学术、科研、决策及文化传

城分馆四楼，毗邻古籍室，遥望特藏室，属特色书

承提供支持。

库区域。利用暑假期间，本馆开展场地装修、场馆

1.2 建设思路

建设，把对读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历时 4 个月，

高校图书馆自建特色库能够充分发挥高校图书
[6]

2020 年 10 月，全国首家抗疫文献馆建成揭牌，钟

馆的文献资源优势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

南山院士亲笔题写馆名，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医大

下简称“本馆”）拥有丰富的中医药信息资源，也

师张大宁题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赠与抗疫

拥有实力雄厚的专业人才储备及技术设备支持，建

文献馆。抗疫文献馆还得到了香港校友会会长的资

设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疫文献特色库（以下简称

助建设。截至揭牌日，共收集到纸本中文图书 798

“特色库”）。特色库以中医药防治传染病、抗击

种，纸本外文图书 167 种，纸本古籍 134 种，实物

疫情为主，收集、展示、整理、挖掘中医药及中西

藏品 164 件。抗疫文献馆设立专门区域，用于展示

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优秀成果，为传染病防治提供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物

一个内容丰富、专业的信息资源平台，为开展相关

品，包括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一套特

中医药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依据。

别的“战地婚纱”，一封《给抗疫一线中医药战士

特色库的建设以实体资源与数字化资源相结

们的一封信》，援鄂医疗队的中医处方手稿、护理

合，同时建立抗疫文献馆和抗疫文献特色库线上平

方案等，也包括岭南抗疫古典医籍，还有广州中医

台（以下简称“线上平台”），线上、线下同步进

药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坚守在抗疫前线（包括

行，互通有无，实体资源数字化存储，电子资源物

2002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及 2020 年新型冠状病

化展示，扩大相关信息资源收集的宽度和广度，长

毒肺炎的防疫工作）的珍贵图片等。让每一个走进

期维护、完善资源，并对社会公众开放。

抗疫文献馆的人都能清晰了解中医药抗疫文化。

2 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疫文献特色库建设方案

2.3 打造抗疫文献特色库线上平台

本馆成立中医抗疫文献收集小组，负责特色库

线上平台与抗疫文献馆同步建设。2020 年 6－

建设工作，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4 个方面：征集抗疫

10 月，本馆成立专门的数字资源收集小组，负责全

实体文献，收集抗疫数字化资源，文献馆馆舍筹

网收集、整理、汇总各类相关资源。同时成立平台

建，数据库平台建设。

建设工作小组，对平台的呈现、模块、功能进行沟

2.1 面向全球征集抗疫文献

通，搭建平台框架，填充内容，实现各项功能，经

2020 年 6 月，本馆召开抗疫文献全球征集发布

过反复调试，在 2020 年 11 月正式上线。线上平台

会，面向全球校友和民众广泛征集中西医药抗疫文

（http://kytsk.portal.chaoxing.com/page/23003/show）以

献和中医古籍，开始筹建全国首家抗疫文献馆。中

全球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背景，通过

医药抗击疫情的历史悠久，将全球抗疫的资料、史

SinoMed、PubMed、中国知网、超星发现系统、国

料加以收集、保存，组织各方力量，对其探索、研

家知识产权局及政府平台、新闻媒体网站等，尽可

究、升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能收集、整理、保存传染病防治的文献资料，并对

主要以征集古今防治传染病（疫病）文献为主，

收集到的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和标引。其资源以中医

同时广纳资源，范围覆盖书籍、档案、史料、书画、

药防治传染病、抗击疫情为主，同时广泛收集全球

器具、影像资料及电子资源等各类型文献。无论是

抗疫文献，包括图书资料、期刊文献、古籍及民国

著作、字画、手稿、医案、政府公报、媒体报道，

文献、学位论文、视频、报道、书画等。作为与抗

还是中医药海外传播、地方史志、家谱、证书，亦

疫文献馆相呼应的平台，实物及实体图书藏品也逐

或是医疗工具、科研器械、标本等实物等，都在征

步实现电子化，完成线上同步存储、展示。线上平

集范围中。通过广泛宣传，希望全球民众能够积极

台除具有收藏、汇总的功能外，还将数据检索、数

捐赠、持续关注，为建成全球首家内容丰富、资源

据筛选等功能融入其中，并计划纳入专家资源，开

全面的抗疫文献馆凝聚力量。

发分析功能，希望最终打造成为传染病防治研究的

2.2 成立抗疫文献馆

专业的信息资源平台，分享优秀的研究成果，并以

全球征集发布后，开始抗疫文献馆的建设工
作。抗疫文献馆选址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大学

此为基础，产出更多研究成果。
目前，线上平台按照资源类型分为图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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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古籍及民国文献、学位论文、视频、报道、专

通过持续建设，实现多类型文献资源整合，旨

利、新闻动态、实物藏品九大模块，并且创建疾病

在提炼出中医药抗疫的诊疗技术与学术思想，总结

索引，将所有文献资源按照病名归类，实现特定疾

挖掘中西医结合抗疫成果与经验，为中医从业人员

病相关资源查找和浏览。提供多种检索途径，支持

与学生提供主动而深入的文献信息服务，同时向社

字段限定，支持时间、作者、来源等多条件筛选。

会公众展示抗疫文献资料，在服务教学与科研的同

2.4 实体资源与数字资源相结合

时进行中医药知识科普及岭南中医药文化推广。

特色库采用线上、线下同时建设并同时展示的

3 小结

方式，图书、期刊、报道等文献资源同步保存纸版

广州中医药大学抗疫文献特色库的建立，及时

与电子版，抗疫文献馆的其他实体藏品也逐步数字

总结、挖掘了中医药以及中西医结合抗疫的成果，

化，存储于线上平台中。以多种形式保存和呈现资

从线上、线下 2 个层面整合，汇聚了国内外现有中

源，不但能够满足参观学习、传承交流的需求，也

西医抗击传染病的相关资源，并且打开了持续征集

能够实现便于利用、获取的功能。线上平台与文献

的窗口，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环境下，为海内外

馆相结合的模式，让中医药抗疫文献收集工作为更

校友、民众建立了互通的桥梁，让抗疫文献相关资

多人所知，为抗疫文献特色库的后续建设、资源获

源乃至各类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可持续收集和融合成

取、研究发展创造了条件。

为可能。抗疫文献馆和线上平台在建成初期取得了

2.5 持续建设和发展

一定的成绩，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中医药及中

可。不但收集整理了丰富的资源，还积累了校友基

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疫病）的研究之路仍然在继

础、民众基础、媒体基础，收获了宣传和资源整合

续，特色库的建设需要持续开展和进行下去，不断

的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通过特色库汇聚

更新资源、完善功能、提升其应用价值。自抗疫文

的资源和人才，为解决一系列中医药问题，包括经

献全球征集发布会后，本馆陆续收到来自海内外校

济、社会、安全、创新等创造了条件；以此为基

友和民众的捐赠品。抗疫文献馆揭牌及线上平台上

础，便于开展相关情报分析、专家咨询，为中医药

线后，抗疫文献收集工作小组将收集相关资料纳入

产学研、传承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完全对社会公

日常工作，新闻报道、最新医疗动态、专家讲座、

众开放的模式，良好的媒体基础和宣传经验，也缩

相关政策和通知、学术研究成果等都被一一收集、

小了专业人员与公众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行业

细心整理。抗疫文献征集工作一直持续至今，通过

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认知差距。

本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媒体以及用户与

集合已取得的成绩和优势，本馆将进一步开展

参观群众的口口相传，持续收集到了更多的捐赠

建设，从资源、线上平台、专家团队、学术成果等

品。征集形式除了史料物品原件，也接受寄存和复

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与学院、教学医院、兄弟院

刻形式的捐赠，为民众捐赠提供更多选择和保障，

校、企业合作，发挥高校资源优势、岭南地域优

也为资料征集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保证。

势、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优势，同时探索如何把资源

线上平台将继续开展后续建设，除了对已有模

转化为成果，把成果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决策支撑，

块资源的更新和维护外，将进一步开发新的模块和

从而发挥特色库的智库服务功能，为今后中西医应

功能：增加人物模块，以广州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

对新发、突发疫病提供一个专业平台，也为中医药

院名老中医、学科带头人、行业专家为基础建设专

文化、学术和经验的传承与创新贡献力量。

家团队，并逐步扩大团队阵容，汇总专家及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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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服务系统，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网络教学助
力。结合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医学问题进行检索，
整合相关医学信息，将其编译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

[7] 代显华,唐海康,陈红,等.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遇到的挑战[J].教育
与教学研究,2020,34(3):50-62.
[8] 柴荣,曹海霞,汪庆.医学图书馆课程平台数字教学参考资源的遴选与
集成方案[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9,28(7):72-75.
[9] 常蕾,黄薛冰,赵梦婕,等.新冠肺炎流行期针对大众心理健康的建
议[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3):282-283.

普知识，通过多种手段进行传播，做好防疫、治疫

[10]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信息管理系统.新型冠状病毒医疗救治

等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同时，要加强图书馆员应急

定点医院及发热门诊导航[EB/OL].(2021-02-19)[2021-02-24].http://

服务能力，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迅速应

117.50.68.159/gzbd_map_index.html.

对，准确收集前沿信息，及时进行分析并开展专题
研究，主动提供应急信息服务，向精准化信息服务
转变，为读者提供科学、有效的专属应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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